
践行十九大精神

推动县域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化隆县要以十九大精神所蕴含的‘新变革、新时代、新思想、

新使命、新征程’作为谋划、推动化隆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最高遵
循，全面把握化隆面临的机遇，重新审视存在的问题，切实找准与
化隆工作的结合点，把学习成果体现到进一步推动改革发展的生
动实践中。”化隆县县政府副县长安项加说。

安项加表示，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
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吃透县情，找准结合点，进一步厘清思路，主
动适应新常态，持之以恒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会一步步得到解决。

一是着力增强社会发展动力。坚持自身发力和向外借力并
举，加快推进农牧业供给侧改革，促进积极促进一产增量提质，延
伸二产产业链，拓展三产发展空间，大力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有效拓展我县发展新动
能、新空间。二是着力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要切实贯彻生
态文明优先理念，按照海东市“一轴两翼”生态布局，实施好新一轮
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项目，全面推进黄土高原
综合治理试点县工作，在浅脑山地区营造以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
为主的生态林，在川水地区营造以核桃、花椒等为主的经济林，形
成梯级造林布局，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使“山
水化隆”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三是着力提高广大群众的幸福
感。按照“四年集中攻坚，一年巩固提升”的总体部署，以做精拉面
主导产业、培育多元增收产业为支撑，充分发挥“四轮驱动办公室”
作用，实施好“3+20”精准脱贫工作方案，扎实推进“八大工程”，进
一步完善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力量抓好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培育特色增收
产业，如期实现贫困县摘帽。四是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按照

“双核发展、重心带动、六镇支撑”的城镇化发展布局，进一步对接
完善规划，大力实施美丽城镇、美丽乡村项目，着力推进城乡一体
化建设，将群科新区打造成以商贸旅游为主的滨水生态宜居城市，
将巴燕镇打造成商贸物流繁荣、城镇人口集聚、城市功能齐全的综
合性产业服务新城，将扎巴、甘都、牙什尕三镇发展成以农副产品
加工、市场交易、商贸物流为主的交通枢纽带动型贸易城镇，将昂
思多镇发展成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工矿型城镇，将雄先、查甫两
乡发展成为旅游服务业为主的旅游型城镇，将南部山头三乡和东
部四乡发展成服务于城镇农产品交易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牧业服
务型城镇。五是着力推进拉面经济转型发展。按照“互联网+拉
面+n”思路，进一步做强青海省扶贫拉面培训服务中心、中国拉面
网、互联网+拉面电商服务中心和拉面扶贫“二合一”大数据平台，
继续推广精准扶贫拉面“带薪在岗实训+创业”计划，强力推进建设
青海省扶贫拉面产业园，着力打造拉面特色小镇，进一步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着力提高拉面产业影响力和脱贫致富带动力。六是
着力做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强措施、抓落实、赶进度，
切实抓好教育、卫生、扶贫等各项民生工作，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县属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9%的目标任务，确保完成2017年42个贫困村摘帽退出、2365户
9101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任务。

□时报记者 周晓华整理

近日，海东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放弃周末休息，在民和县封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谋划2018年工作。海东市各县（区）、各部门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奋力投身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进一步理清思路、创新理念，科学谋划今年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阶段任务、工作步骤，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海东凝聚
强大力量。

“2018年，是实现互助县脱贫摘帽的攻
坚之年。互助县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以“四个转变”新思路推动“四
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落地生根，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决打贏脱贫攻坚
战，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绿色产业为支柱、
以特色旅游为支撑、以城乡建设为重点、以
文明创建为抓手、以党的建设为保障，全力
打造高原现代农业示范县、生态经济强县和
高原旅游名县，奋力谱写生态富裕文明和谐
新互助建设的崭新篇章。”互助县委副书记、
县长安永辉说。

安永辉表示，2018年主要经济预期目标
为：县内生产总值增长9%以上，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8%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
以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9%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以上，城乡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长9%以上。

互助县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突出项目建设，在持续提升经济实力上求
突破。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投资、强化招商引

资等方式，计划实施各类项目176项，完成投
资 118亿元。加大项目争取力度，紧盯国家
专项建设资金投向，把握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机遇，围绕农网改造、生
态建设、交通水利、商贸物流、美丽乡村等领
域，主动与上级部门衔接沟通，使更多项目纳
入省市盘子，力争专项资金增长 15%以上。
二是突出产业升级，在做好三产融合发展上
做文章。以互助高原现代农业示范团区、绿
色产业园和土族故土园“三园”引领高原现代
农业示范县、生态经济强县和高原旅游名县

“三县”建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
农业提质增效，以农业示范园区为引领，因地
制宜发展壮大杂交油菜制种、马铃薯原种繁
育、八眉猪养殖、中藏药材和饲草种植等特色
优势产业。聚力推进工业发展，加快绿色产业
园建设，完成永兴路、南沿河路、富强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推动旅游提档升级，主动融入
国家“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围绕全县“一
核一线一廊两翼”旅游发展总体思路，强化规
划引领，深化“厕所革命”，做大乡村旅游，推动
全城旅游协调发展，着力提升全县旅游整体品

质。三是突出脱贫攻坚，在完成整体脱贫摘帽
上下功夫。准确把握国家对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工作的要求，主动对接东西部扶贫协
作，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年内完成47个贫
困村退出，3937户13817名贫困人口脱贫，确
保全县整体脱贫摘帽。推进易地搬迁，全面完
成2017年易地搬迁项目收尾工作，确保全部
搬迁入住，提前开展2018年实施的1个易地扶
贫搬迁村前期工作，力争2018年4月初开工建
设。四是突出乡村振兴，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尽全力。围绕全域规划提升工程，以东部城市
群建设为契机，突出产城融合、以城带乡、区域
协调、融合发展理念，重点抓好《新型城市发展
战略规划》《互助县城市总体规划》《塘川镇总
体规划》编制修编工作。五是突出生态文明，
在建设美丽互助上出实招。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开展生
态建设五大行动，持续改善县域生态环境。六
是突出创新发展，在深化改革上见真章。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投入力度，
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民生保障、生态
环境和扶贫开发等方面的短板。

“贯彻十九大精神，就是以党的十九大
释放的磅礴能量和政策利好，支撑和推动县
域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2018年我
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
长 8%，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 9%，县
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工业增加值增长
9.4%，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均 增 长 9%，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10%。”循化县县委书记李发荣表示。

李发荣说，一要坚持把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作为先导，在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省
发展战略上开创新局面。加快实施大循、清
大高速、县城南环路、产业园区路网、“十里
经济带”西延段等道路交通工程，管道天然
气、城乡电网改造、光伏发电等能源工程，城
乡给排水管网、污水、垃圾处理、县城集中供
暖等生态环保工程和夕昌水库、德隆水库、

公伯峡南灌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黄河
干流防洪治理等水利工程，加快推进黄丰、
积石峡水电站建设后期收尾工程。2018年
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0亿元。二要坚持
把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作为重要支撑，在
做大县域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上取得新
成效。以“一带三区”为基本架构，打好民族
牌、生态牌、黄河牌和红色文化牌，努力将旅
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培育成县域经济
的支柱产业；以“黄河彩篮”基地为引领，努力
转变传统农牧业粗放分散低效的经营模式，
提高集约经营程度，不断加快农牧业现代化
进程；以清真食品民族用品产业园区建设为
引领，加快发展清真食品、民族用品、农畜产
品、特色旅游业纪念品生产加工产业，建设全
省最具活力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先行区。三要
坚持把守护碧水蓝天作为政治责任，采取更

大的力度、更有效的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新进展。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推动民生保障能力和水平再上新
台阶。五要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在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和特色小镇建设上取得新突
破。按照黄河上游生态环境优美、地域民族
特色浓郁的旅游度假名镇建设定位，立足“一
核两轴三心多极”新型城镇化格局，牢固树立
全域规划理念，全面推开“多规合一”，统筹实
施县城及重点集镇道路、污水管网、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综合管廊、集中供暖、城市供水
等基础设施扩能增效工程和市政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建设，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和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六要突出法治的引领、规范和
保障作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上迈上新
征程。七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
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平安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源来表示，海
东市平安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
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条主线，以项目投资建
设为支撑，推进经济稳步增长；以富硒绿色
产业为依托，做精做强高原富硒产业；以新
型产业发展为突破，推动二三产业快速发
展；以改善基础设施为关键，加快城乡统筹
发展；以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切实加强生
态平安建设；以改善民计民生为目标，努力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平安区将坚持新发展理念，狠抓项目投
资，千方百计促发展。2018年拟建项目112
项，计划完成投资37.6亿元，重点实施响河峡
水库、湟水河河道治理、康西路湟水河大桥等
44项重点农林牧水交通项目；绿色矿山骨料

加工、富森物流综合产业园、无人机基地等5
项重点工业商贸流通项目以及平安驿袁家
村·河湟印象、西城小学、健康养老基地等18
项重点社会民生项目等。将坚持统筹发展，
狠抓城乡建设，千方百计树形象。重点实施
好总投资16.69亿元的道路与排水改造工程、
中水回用二期等18个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恒
鼎国际、九家巷商住小区等房地产开发项目；
全力推进西村1号片区、东园路西片区377户
棚户区改造任务。力争旧城区亮化美化、白
沈沟送气接污基本完工，棚户区改造有序推
进，巴藏沟主支管网铺设完成，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基本收官。将坚持乡村振兴战略，狠抓
富硒产业发展，千方百计育特色。在做好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调整优化种植
业结构，着力培育羊肚菌、露地蔬菜、金丝皇
菊、苦荞、中药材、油用牡丹等特色富硒产业
新的增长点，打造1至2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示范基地，构建生产、销售、消费为一体的
现代特色农牧业发展布局。将坚持供给侧改
革，狠抓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千方百计补短
板。按照海东市确定的核心区发展定位和不
再新上工业项目的要求，全力支持高精铝业、
元石山镍铁矿等重点工业企业，调整产品结
构，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使
其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路子。牢固树
立生态优先理念，全力实施碧水蓝天行动，加
快推进湟水河河道治理工程、西营湿地修复
保护等项目建设。深入实施生态功能提升行
动和环境治理提质行动，巩固扩大环保督察
整改工作成果，严格落实河长制，持续深化农
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继续全力开展春、秋两
季义务植树造林“大会战”活动，以实际行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
落实各项保障兜底政策等，制定实施全区脱
贫攻坚巩固提升计划，持续巩固好脱贫成果。

“学习十九大精神，要真正用于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扎实实把十九大
精神贯彻落实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角落，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各项任务上
来，实现精神补钙与实践成效‘双达标’，在
新的时代凝聚起青海东部城市发展的新动
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谱写新
时代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作出新贡
献。”民和县人民政府县长马维忠说。

马维忠表示，民和县作为青海东部门户
重要城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新发展新理念，聚
焦民和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扎扎实实地让十九大精神和
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造
福百姓。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地方财政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

一是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全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构建完善多种扶贫模式和扶
贫协作机制，认真做好贫困户动态调整试点
工作，精准实施到户产业扶持项目，确保实
现35个贫困村退出、10950人脱贫。大力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并解决好北山乡等搬迁后
续问题，全力夯实脱贫基础。扎实推进高原
现代优质农产品加工、高原肉牛养殖加工、
威思顿精淀粉加工、电商扶贫、劳务扶贫、饲
草料加工、三川特色葡萄种植7个扶贫产业
园建设。强力推进涉及 20个乡镇 125个贫
困村的总容量43.9兆瓦光伏扶贫项目，确保
年内并网发电。大力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

“雨露计划”和技能培训。二是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打造经济发展新优势。特色农业方
面，按照“从农牧民单一的种植、养殖、生态
看护向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转变”的要
求，加快推动农业向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
的转变，实现农业增加值增长 5%。大力实
施农畜联动、草畜结合工程，着力打通“民和
模式”循环发展通道，全力推进玉米种植由
粮食型向饲草型转变。依托“黄河彩篮”工
程，扎实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建设。大力发

展旅游休闲观光农业。三是统筹一体发展，
加快青海东部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加快新型
城镇化建设步伐，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
高标准建设，进一步优化提升川垣新区功能，
加快川海区域经济、交通、环保、服务、信息一
体化，全力打造青海东部门户和兰西城市群
重要的新兴城市。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彰显
东部门户生态新形象。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建设
和生态修复两手抓，大力推进国土绿化、治山
治水。全面推进“河长制”落地见效，确保清
水出省。大力推进湟水河生态综合治理、下
川口美丽乡村两个PPP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沿湟水河南北山绿化和南大山省级森林公园
建设，实施中心城区、主要城镇、园区、沿河沿
路等重点区域绿化等生态建设工程，让宜居宜
业环境成为民和的“城市印记”。五是注重民
生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着力
点和出发点，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坚持教育
优先，加快实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六年行动计
划，推动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安永辉
全力打造高原现代农业示范县

李发荣
推动县域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马维忠：全力以赴建设好东部门户

汪源来：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安项加
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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